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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3日，《中国开发区发展史》启动会
暨高新技术开发区创新发展研讨会在中国
商务出版社举行。作为高新技术园区杰出
企业，苏州杰成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杰成医疗”）受邀与科技部、中国商务出
版社、研究院领导、专家一道，共同探讨了开
发区对于中国经济社会的重要贡献。

科技部中国技术市场协会科学技术评
价中心主任张兆西认为，作为国家实现高质
量发展的其中一个重要载体和支撑，开发区
的良性发展就显得尤为关键。中国商务出
版社社长郭周明表示，开发区在整个中国改
革开放的过程中，一直作为引领者的姿态出
现。特别是涌现出了一批试点“先行军”，如
苏州工业园区。而作为苏州工业园区的高
新技术杰出典范，杰成医疗创始人张极博士
在线分享了创业体会，谈到了开发区在科技
创新企业发展中所起到的促动作用。对于
落户苏州，张极博士倍感温暖与欣慰。

在座专家就苏州工业园区在医疗技术
方面的独创性与引领性进行探讨时，也提
出：“杰成医疗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医疗
器械创新企业。过去一般是我们从发达国
家引进技术，杰成医疗让我们在心脏瓣膜领
域有了逆袭的机会，是我们向发达国家反向
输出的例子，这非常罕见，也十分重要”。

2016年2月，杰成医疗一举轰动海内
外。张极博士带领团队与加拿大著名心

血管中心温哥华圣保罗医院合作，成功完
成了首例应用国内自主知识产权的 J-
Valve®系统进行心脏瓣膜置换手术。

在当时，张极博士团队受到了时任中
国驻温哥华前总领事刘菲的亲切会见。
刘菲表示，“在科技方面，以前中国一直是
从加方进口高科技产品和技术，J-Valve®

系统则是发达国家首例采用全部中国知
识产权的高端医疗器械，为中加合作展开
了一个广阔领域，意味着医疗器械领域的
中国创造走向世界。实际上，国家、地方
政府、开发区扶持类似杰成医疗这样的科
技创新企业，就是在造福国民，甚至也在
造福全人类，同时也是中国迈向高质量发
展的一个鲜明例证。实践出真知，由张极
团队领军的杰成医疗，是真正攻坚在高新
技术自主创新道路上的实践者。当部分
高新技术产业正挥舞旗帜，大喊“弯道超
车”之时，杰成医疗在心脏瓣膜赛道早已
实现超车，并在直道上加速前行了。

从创业至今，张极团队带领杰成医疗
已走过十年的发展历程。我们相信缘起
于苏州、根植于中国，但同时又拥有国际
化背景及成功经验的杰成医疗，定会驾着
自主创新的航船不断破冰前行。在十四
五开年之际，我们期望看到更多园区积极
支持推动有责任感有技术的实干企业，冲
出国门走向世界。

以高新技术助力高质量发展
在自主创新航船上不断前行

4月6日，转转集团发布《2021年第一
季度手机行情报告》(以下简称Q1转转集团
手机行情)，详解该季度国内手机市场行情
走势。Q1转转集团手机行情显示，今年一
季度国内智能手机市场回暖趋势明显。其
中，新机市场5G手机发布占据主导，小米OV
开始唱“主角”；二手市场，iPhone11、华为
P40（5G）等部分机型小幅涨价，iPhone12则
在二手5G手机销量榜中意外“滑落”。转转

集团数据分析部的分析师表示，5G手机的
出货量持续增长，会带来换机需求的进一
步释放。此外，华为、荣耀“分家”带来的市
场影响开始显现，小米OV有望获得更多市
场份额。受新机市场出货量增加影响，二
手市场手机的总体交易价格呈现普降趋
势。但由于芯片、供给等因素影响，个别热
门机型的价格出现小幅震荡，总体看二手
手机交易仍会持续升温。

转转集团Q1手机行情报告：
二手iPhone11、华为MateP40(5G)等小幅涨价

为了更好地探讨数字经济的应用与普
及，由数字经济发展与研究中心和国涵科技
（北京）有限公司主办的“数字经济赋能传统
企业转型升级暨构建企业微生态研讨会”在
上海举行。峰会旨在积极响应国家大力推
行以5G、AI、云计算、微信生态圈等尖端技术
为代表的数字经济工具，营造数字经济蓬勃
发展氛围，共同研讨数字经济与分布式存储

技术落地应用成果，推进数字经济在更宽领
域、更广范围的合作与交流，共同勾画未来
数字经济的波澜宏图。本次会议成果和经
验，将在全国各大城市举办分论坛，当地企
业只需要通过官网报名即可免费学习，同时
也为企业提供数字经济微生态解决方案，通
过交流加快推进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进程，为
行业寻找和总结宝贵经验。

数字经济赋能传统企业转型升级
暨构建企业微生态研讨会在沪举行

中冶宝钢近年来紧紧抓住国家提出
的智慧制造发展机遇，紧跟宝钢智慧制造
发展战略，据悉，无人化行车是智能工厂
中的纽带，中冶宝钢行车分公司作为宝武
集团宝山基地最大的行车“管用养修”一
体化总承包单位之一，在宝钢无人化智慧

工厂创新发展进程中，从无人化行车技
改、调试等各个阶段全方位参与、不断探
索和强化无人化行车的施工质量验收标
准、无人化行车的操作标准、无人化行车
的运维标准，积累了一套成功的无人化行
车全流程的核心技术服务经验。

中冶宝钢再创辉煌积极打造无人化行车服务专业团队

中冶钢构于3月31日在上海举行中
冶钢构“践行红船精神，建设人民满意工
程”专题宣传活动暨上海华阳街道钢结构
项目“大干90天”劳动竞赛誓师大会。本
次劳动竞赛围绕中冶钢构年初确定的生
产经营目标，提高一线作业人员技能水

平，推进企业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公司钢
结构产品质量，中冶（上海）钢结构科技有
限公司工会主席周寅如表示。上海华阳
街道钢结构项目的施工任务是保质保量
保工期完成12000吨钢结构的生产和安装
任务。

中冶钢构上海华阳街道钢结构项目劳动竞赛启动

意利咖啡和埃内斯托·意利基金会
董事会成员基金会连续第 5 年支持《世
界幸福指数报告》，并在有关幸福的研
究中发现，幸福的根基在意利咖啡的咖
啡环境中实现。同时，意利咖啡在中国

连续第四年将三月打造成“幸福月”，以
“享受你的愉悦时刻”作为 2021 年主
题，倡导大家在忙碌又特殊的当下，静
心品味不同咖啡豆的风味，从而获得愉
悦享受。

意利咖啡连续第五年成为《世界幸福指数报告》的合作伙伴

被市场誉为“量化三剑客”之一的黎
海威，曾供职美国贝莱德集团主动股票投
资部多年，负责开发亚洲和新兴市场特别
是中国相关市场的模型并管理相关基金，
现担任景顺长城基金副总经理并负责量
化投资管理。在黎海威的带领下，景顺长

城量化投资实力出众，产品齐全，目前已
覆盖指数增强、主动量化、量化对冲、
Smart Beta等多种策略、不同风险收益特
征的产品，可以满足投资者多元化量化投
资需求。

多线布局量化产品 景顺长城基金量化投资实力出众

广告 投资有风险

独家短视频原创作者
被侵权率达92.9%

12426版权监测中心发布的
《2020中国网络短视频版权监测
报告》显示，仅2019年至2020年
10月间，就累计监测疑似侵权链
接1602.69万条，独家原创作者
被侵权率高达92.9%。

记者发现，专业从事影视素
材“搬运”的账号层出不穷。在
某短视频平台拥有38.4万粉丝
的某博主已将时下正热播的电
视剧《觉醒年代》剪辑成数段短
视频发布。该博主作品集全部
由各类影视剧截取而成，收获近
五百万的点赞，其主页网店中售
卖的各类商品达800多件。

记者以“视频搬运”为关键
词进行检索，出现了几百条相关
结果，其中不少博主打着“自媒
体运营教学”“搬运视频月入轻
松过万”等噱头来吸引观众，在

视频中传授“抽帧”“放大”“添加
背景图”等规避平台审查的技
巧。

相关监测数据显示，热门电
视剧、综艺节目、院线电影是被
侵权的“重灾区”。从短视频侵
权量排名前10的作品来看，口碑
较好的经典反腐剧《人民的名
义》短视频侵权量达到26.93万
条。

记者在某短视频平台上以
“人民的名义”为关键词搜索，十
余个影视类账号将原剧每集压
缩剪辑为几分钟的“精华版”，以

“合集”形式发布，播放量少则一

两千万，多则过亿，均未标注视
频来源。

除了将内容直接“搬运”，短
视频创意和形式的模仿也引起
争议。

不少业内人士表示，虽然多
家短视频平台已经设置防抄袭
机制，但在互联网环境中，原创
作品被侵权的形式多样、手段隐
蔽、内容分散，给原创保护带来
了更多挑战。

屡屡违法的背后
是高额利润的驱动

近年来，国家有关部门多

次约谈相关短视频平台，要求
平台约束侵权行为，但收效并
不明显。不少“搬运号”被封禁
后，换个“马甲”继续侵权。屡
屡违法的背后是高额利润的驱
动。

影视“搬运号”打着“作品评
价”的名义，明目张胆剪辑、“搬
运”热播影片和电视剧，并通过
直播带货等方式牟取利益。

在某短视频平台上，拥有近
130万粉丝的某博主以“一个电
影，一个故事”为名，几乎每天更
新一个裁剪后的影视作品。在
其直播间中，多部上映电影不间

断播放，吸引了数百名用户“围
观”。在其直播间的“幕布”中，
作者引导用户下载其“推广链
接”中的游戏，以赚取相应厂商
的“推广费”。

还有一些人在制作“搬运视
频”的同时，还通过贩售“搬运教
程”牟利。在某短视频平台上，
拥有近60万粉丝的某博主在直
播间以每份99元的价格兜售“影
视大咖解说课”；数据显示，该

“教程”已售出400余份。
有业内人士向记者透露，

当粉丝数量积累到一定规模
后，“搬运号”还可通过接广告
任务或直接卖号等方式快速变
现。短视频侵权素材获取门槛
低，只要几元至几十元不等，就
能 获 得 种 类 繁 多 的“ 搬 运 素
材”。界定短视频属于原创还
是侵权，实践中有时存在一定
难度；一些版权方维权意识也
有待加强。

五分钟看完一部电影 内容相似互相“搬运”

短视频原创作者逾九成被侵权
在短视频App上，经常能看到一些主播带你“五分钟看完一部电影”，或

是多个主播换汤不换药反复演绎同一个“老梗”。短视频正成为互联网知识
产权侵权的最新高发地带。有调查数据显示，短视频独家原创作者被侵权率
超过九成。

我国著作权法等法律法规对侵

权行为的认定做了原则性的规定。

法律专家认为，是否存在营利行为

可作为侵权与否的重要判断标准。

“侵权短视频的发布通常是

以流量变现的方式营利，可形成对

原作品的实质性替代。”浙江大学

光华法学院互联网法律研究中心

主任高艳东说，平台算法推荐可导

致侵权内容传播得更广、更快，对

权利人造成更为严重的损害，因此

这类作品通常不在著作权法规定

的对原作品“合理使用”之列。

高艳东建议，一方面有关部

门要降低原创作品权利人的维权

门槛和维权成本，如通过明确侵

权作品的性质、建立侵权损失评

估标准等方式实现；另一方面要

考虑推出优化授权许可模式，如

通过建立影视作品著作权集体管

理组织、引入知识共享协议模式

等方式实现。

还有一些业内人士认为，即

使当前技术手段无法对短视频侵

权行为提供有力支撑，短视频平

台也应力挺原创。“我们马上就要

进入5G时代，短视频创作量会越

来越大，平台有义务保护原创作

者的创新动力。”夏之南等人建

议，相关平台要建立有利于原创

作者的维权渠道，提升平台的公

信力。 据新华社电

多管齐下
打击侵权

专家建议▼


